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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的有限元模型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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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Intra-Body Communication, IBC）的传输特性。方法：以人体通信中最常使用到的部位 - 人

体手臂为着眼点，合理抽象并得到手臂的等效数学模型，进而使用有限元方法探究人体中电流分布机理。另外，通过给模型施加

不同形式下电信号，比较分析人体的信道特性。结果：①在安全阈值内，注入人体电流大小对信号衰减影响不大；②信号衰减随着

发送电极尺寸的增大而减小；③收发电极间距离愈大，信号衰减愈大；④人体通信电流主要流经肌肉层，不过随频率增大，集肤效

应明显，在骨中的比例很小，足以忽略。结论：本文提出的人体手臂等效有限元模型，可以对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的通信机理展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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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ody as the medium of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Methods: For the galvanic coupling IBC, the forearm, is the main object appeared in IBC, which was abstracted to an
equivalent phantom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current flowing in the human body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s. Different
types of electric signal were applied into the model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hanne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ody. Results:① Under
the safe threshold, different values of injected current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signal attenuation; ② The signal attenuatio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in the size of the transmitter electrodes; ③ The increasing distances between the transceivers lead to a higher attenuation;
④ The current mainly flows in the muscle layer, which is small enough to neglect in bones.Skin effect is more evident along with the
frequency elevation. Conclusion: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human's forearm prompted in this paper, is feasible and valid to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alvanic coupling I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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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体通信（Intra-Body Communication, IBC）是一种适用于

人体表面、内部、周围等一切可与人体接触的传感装置的新兴

通信手段[1]。IBC 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人体颇好的导电特性来实

现电信号在人体表面 / 内部的传递。因此较之常见的无线通信

技术（Bluetooth、RF、IrDA 等），IBC 具有连接方便、低功耗、不

易受外界噪声干扰、对外辐射较小等诸多优点，尤其适用于穿

戴式、植入式医疗仪器 / 传感器间的信息交互，为构建人体传

感器网络（Body Sensor Networks，BSN）提供一种新型、有效的

途径[2]。
现有人体通信方式大致可分电容耦合型和电流耦合型[3]。

其中，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是通过由贴附在一端的发送电极向

人体注入安全的交变电流，另一端检测电极差分接收电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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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来实现信息传输。因通信过程中的大部分电信号从人体表

面 / 内部经过，相比需接地形成回路的电容耦合型而言，它的

实现过程不易受到接地因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具有更好的适

应性和稳定性[2，4，5]。

现时国际上关于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资料较少。本研究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入手，按照 " 人

体 - 手臂 - 圆柱体 - 多层圆柱体 " 的步骤，将复杂的人体合理

抽象、分层后，建立以人体前手臂为对象的有限元模型。通过仿

真实验分析了在不同信号输入下人体以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

方式传输时的特性，为优化实现人体通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

1 理论基础

1.1 模型的抽象和假设

根据应用目标的不同，对于人体的建模既可以通过 MRI、
CT 等断层扫描技术重构出局部或者整体的三维模型，亦或在

宏观上采用抽象化分层组织模型来描述人体电特性[6]。A·Kuhn
等有关人体解剖学结构对经表皮电刺激影响的研究结果得出：

对于非微观层面的研究，采用多层圆柱体来近似模拟手臂是足

够的[7]。考虑到 BSN 中常用的人体终端是手机、PDA 等手持设

备，本文着重考虑前手臂的信号传播问题，将人体前手臂抽象

成由骨、肌肉和皮肤组成的三层同心圆柱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由于人体任何组织与器官都处于组织液的包围之中，且生

物源的频率较低（<1kHz），故经典容积导体理论[8]大多将人体

视为一块无限大的、各向同性、呈阻性的良导体。结合人体通信

的实际情况，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探索有限区域内、非
均匀性的高频（<1MHz）容积导体模型。
1.2 控制方程的建立

人体通信的本质是电磁场与人体之间的相互耦合。这一耦

合过程可以由麦克斯韦方程组及相应的边界条件来描述。
在 1kHz~1MHz 频段范围内，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产生的

感应电场远小于库仑电场，或称磁感应强度随时间的变化可以

忽略，此时电场与磁场并存，但非耦合，则 Maxwell 方程组退

化为

荦×H軓=J軃+坠D/坠t （1）

荦×E軍≈0 （2）

荦荠B軍=0 （3）

荦荠D軓=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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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物性方程：J=σE，D=εE，可得同时考虑了人体组织的

电导 σ 和介电常数 ε 的总体数学模型：

-ω荦荠（ε荦V）+j荦荠（σ荦V）=0
Vd=U

坠V/坠r=J/

荠
荠
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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荠 σ

(5)

其中，Vd 为两端面电压，U 为常数，J 为发送电极输入的电

流密度。

2 有限元模型建立及仿真

本文采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人体通信模型进行仿真

实验。由其 EMAG 模块中 electric 展开分析，材料单元使用基

于电流的准静态电场 3D 单元 SOLID232，主要探究时谐场下

人体前手臂有限元模型的电场特性。

首先，基于人体前手臂特性建立仿真模型，尺寸如下：三层

圆柱体分别代表骨层，肌肉和皮肤，对应厚度分别为 1.25cm、
2cm 和 0.25cm，总长 H = 25cm。采用的收发电极对应于实际常

用的多种规格且厚度均为 0.1cm 的电极，其中发送电极安放在

中心位置，固定在 z = 4cm 的对称两侧，接收电极根据不同距

离的需要也对称放置，如图 2 示。
模型中每层均由电导率和相对介电常数两个参数描述，如

表 1，且各层都是各向同性。
有限元网格划分采用 smart size 4 选项，生成约 130000 到

170000 个四面体网格单元。模型的皮肤与空气接触圆柱面满

足自然边界条件，无电流流出，也即此面上的电流密度法向分

量 Jn=0。另使模型的两端面满足 Dirichlet 边界条件，设其电压

为零。选择电场分析类型为时谐场，进而在发送电极上施加频

率 1kHz~1MHz 的电流载荷，在此注意电流载荷为集中点载

荷，需通过耦合电极上节点电压来使输入电流均匀分布。

图 1 基于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的前手臂简化模型

Fig. 1 The simplified model of the forearm based on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of current coupling type

图 2 Ansys 人体前手臂有限元模型(4×4cm2 收发电极，电极中心距离

为 10cm)

Fig. 2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human forearm(The size of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is 4×4cm2,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ers of Electrodes

is 10cm)

3735·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biomed.net.cn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2009 Vol.9 No.19

对于通过人体传输的低频电信号，由于传导体的几何尺寸

和生物组织的属性造成的信号衰减是最重要的一个因子，故采

用衰减率来描述信道特性[2，4，5]，其表达式为：

Attenuation[dB]=20×log10
UReceive

UTransmit
! " (6)

其中 UTransmitter 为发送电极间的电压，UReceiver 为接收电极间的

电压值。
本文中有限元仿真主要目标为研究影响信号衰减率因素

及电流在各层人体组织的分布特点。实验内容安排为：

默认设置：采用 2×2cm2 发送电极，4×4cm2 接收电极，注

入电流有效值 1mA，收发电极间距 L = 10cm（接收电极与发送

电极的中心点距离）。
（一） 对默认设置仅改变其中一个条件，其余不变，考察

1kHz~1MHz 各频率下电压衰减情况

1. 比较注入三种有效值分别为 0.5mA、1mA 和 1.5mA 电

流激励时电压衰减的变化。
2.因接收电极尺寸大小对衰减的影响可以忽略[10]，故仅比

较发送电极采用三种面积分别为 1×1cm2、2×2cm2 和 4×4cm2

同种电极时电压衰减的差异。
3.使收发电极间的距离分别为 5cm、10cm 和 15cm，比较距

离的改变对电压衰减的影响。
（二）采用默认设置，选取 1k、10k、100k 和 1Mhz 频率下，

考察电流分布情况。

3 结果与讨论

在理想状态下，单改变注入电流大小对电压衰减几乎没有

影响，但相应的接收电压却不同，如表 2 示。故因实际中干扰及

测量误差等的存在，则注入电流愈大，误差影响相对愈小，信号

质量也较好，但上限是人体可承受的安全电流[11]。

表 1 不同频率下各人体组织介电特性参数[9]：
Table 1 Dielectric property parameters of human tissues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ies

Tissue name
Conductivity (S/m) Relative permittivity

1kHz 10kHz 100kHz 1MHz 1kHz 10kHz 100kHz 1MHz

Bone 2.0E-02 2.0E-02 2.1E-02 2.4E-02 2.7E+03 5.2E+02 2.3E+02 1.4E+02

Muscle 3.2E-01 3.4E-01 3.6E-01 5.0E-01 4.3E+05 2.6E+04 8.1E+03 1.8E+03

SkinWet 6.6E-04 2.9E-03 6.6E-02 2.2E-01 3.2E+04 2.9E+04 1.5E+04 1.8E+03

electrode 5.99E+07 1

表 2 三种不同输入电流的接收电压及衰减 (L=10cm)

Table 2 The receiving voltage and attenua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 input current (L=10cm)

Frequency

(Hz)

Attenuation (dB) Voltage (mV)

0.5mA 1mA 1.5mA 0.5mA 1mA 1.5mA

1k -72.3712 -72.3699 -72.3699 3.49E-01 6.98E-01 1.05E+00

10k -54.5928 -54.5926 -54.5927 3.32E-01 6.63E-01 9.95E-01

100k -44.1627 -44.1368 -44.1625 3.22E-01 6.47E-01 9.68E-01

1M -42.3157 -42.3154 -42.3155 2.41E-01 4.81E-01 7.22E-01

发送电极面积愈大，信号的衰减愈小。在传输距离相同的

情况下，采用 1×1cm2、2×2cm2 和 4×4cm2 发送电极所得电压

衰减各相差约 10dB，如图 3 所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解释

为皮肤 - 电极间的接触阻抗的不同。而电极面积是影响接触阻

抗的主要因素之一。电极面积愈大，皮肤 - 电极间接触阻抗愈

小，则衰减愈小，人体通信的效果也愈佳。故而应优先选用面积

较大的电极来减小衰减率，以期提高通信质量。
在有限元仿真中，随着收发电极之间的距离的增加，电压

衰减逐渐增大，且距离每增加 5cm，衰减增大约 13dB，如图 4
所示。可见，人体通信中各信号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间的安放

距离也是影响信号传送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 3 三种不同尺寸发送电极的电压衰减曲线(L=10cm)

Fig. 3 The voltage decay curve based on three kinds of transmitters with

different sizes

图 4 收发电极间三个不同距离的电压衰减曲线

Fig. 4 The voltage decay curve based on three kinds of distances between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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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电流定律，传导电流密度 Jc 与位移电流密度 Jd 的

总和，称为全电流密度 Js。但在较低频时，Js 几乎等于 Jc，而图

5 中可明显看出骨层和皮肤层都为蓝色，其余颜色均分布在肌

肉层。故可知，电流主要流经肌肉层，骨层和皮肤层中电流量相

对很少[12]。而从图 6 中又能直观地看出，随着频率的增大，肌肉

层中电流分量减少，皮肤层中电流分量增加，集肤效应逐渐明

显。

4 结论

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是 IBC 中一种前景广阔的通信方式。
本文以电磁学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为理论基础，针对电流耦合型

人体通信方式，建立了以人体前手臂为研究对象的三层同心圆

柱体模型[13]，应用 ANSYS 有限元仿真的方法分析了时谐场条

件下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时人体上的电场特性，初步揭示了这

种通信方式在人体组织的传输特性：①注入电流大小虽对电压

衰减影响极小，可电流越小，接收端电压也越小。故而为减小误

差影响，应选用较大的人体安全电流；②发送电极面积愈大，衰

减愈小，故应优先选用面积较大的电极，以便提高通信质量；③
人体通信应用中，要注意衰减随收发电极间距离增加而增大。
另外，人体通信的注入电流在骨中的比例很小，足以忽略，主要

流经肌肉层，且随着频率增大，集肤效应逐渐明显。通过以上分

析，为深入了解、探索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的传输机理提供了

一定的模型参考和理论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后续工作的重

点将会是完善有限元模型，如考虑脂肪层影响、添加皮肤 - 电

极间阻抗、添加空气层及远场等，以及探求不同边界条件对模

型上电场分布的影响和完善相应人体实验。
参 考 文 献（References）

[1] Zimmerman TG. Personal Area Networks (PAN): near-field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D]. In Media Art and Science. Master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5

[2] Gao YM, Pun SH, Mak PU, et al. Preliminary modeling for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C]. In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CBME2008), Singapore, 2008, pp. 1044-1048

[3] Wegmuller MS. Galvanical coupling for data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human body [C]. I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nference, Sorrento, Italy 24-27 Apr.2006.pp. 1686-1689

[4] Wegmuller MS.Intra-body communication for biomedical sensors
networks [J]. In ETH Zurich. VOL.1. Phd Zu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ETH), 2007

[5] Gao YM, Pun SH, Min D,et al. A preliminary two dimensional model

for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of body sensor networks [C].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ensors, Sensor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SSNIP 2008), Sydney, 2008, pp. 273-278

[6] 周前祥,王春慧.虚拟人体建模技术及其在载人航天中的应用 [J].中
国航天,2004,(12):37-38
Zhou Qian-xiang, Wang Chun-hui. Virtual human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nned spaceflight [J]. China Aerospace, 2004,(12):
37-38

[7] Kuhn A, Rauch GA, Keller T, et al. (2005) A finite element model
study to find the major anatomical influences on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stimulation [C]. In: ZNZ Symposium, Zurich, Switzerland

[8] Plonsey R, Bronzino JD, Volume conductor theory [M]. Th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andbook, Ed.: CRC Press LLC, 1995, pp.
119-125

[9] Gabriel C and Gabriel S. Compilation of 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body tissues at RF and Microwave Frequencies [P].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directorate, Radiofrequency Radiation Division,
Brooks Air Force Base, Texas (USA) 1996

[10] Wegmueller M.S, Kuhn A, Froehlich J et al.An attempt to model the
human body as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J]. IEEE Trans.-BME,
VOL. 54. NO. 10, OCTOBER 2007: 1851-1857

[11]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Radiation Protection
(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time-varying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覱elds (up to 300GHz) [M], 1997, pp.
513-514

[12] Gao Yue-ming, Pun Shao-heng, Mak P.U, et al. Modeling for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with bone effect [C], pp. 693-696,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EMBS, 2009

[13] Gao Yue-ming, Pun Shao-heng, Du Min,et al. A multilayer
cylindrical volume conductor model for galvanic coupling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C]. Accepted to appear in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ignal Processing
(ICICS 2009)

图 6 距离发送电极 10cm 时，四个频率下各层总电流密度 Js 所占比例

图

Fig. 6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current density Js of each layer under

four frequencies in the position 10cm away from the transmitter electrode

图 5 1kHz 时靠近发送电极端面上传导电流密度 Jc 分布(用蓝色到红

色的九色把 Jc 从最小值到最大值划分为九级)

Fig. 5 When the alternating current is 1kHz, the distribution of conduction

current density Jc at the end of model that is close to transmitter electrodes

(divide Jc into nine grades with nine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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